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EDIA CHINA CORPORATION LIMITED
華 億 傳 媒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19）

中期業績公佈

華億傳媒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零年
同期之比較數字。簡明綜合中期業績已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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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利潤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 4 36,256 72,585

銷售成本 (22,832) (56,965)  

毛利 13,424 15,620
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5 27,583 10,327
市務及銷售費用 (1,917) (6,648)
行政費用 (28,504) (19,883)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2,559 10,900
融資費用 6 — (1,125)  

除稅前溢利 7 13,145 9,191
稅項 8 (8,838) 266  

期內溢利 4,307 9,457  

下列者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4,426 9,668
 非控股權益 (119) (211)  

4,307 9,457  

港仙 港仙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期內應佔溢利
 之每股盈利 9

每股基本盈利 0.15 0.35  

每股攤薄盈利 0.15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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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4,307 9,457  

其他全面收益：
 匯兌差額 12,220 3,560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12,220 3,56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6,527 13,017  

下列者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6,640 13,219
 非控股權益 (113) (202)  

16,527 1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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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3,448 3,730
無形資產 11 171,004 114,670
投資物業 11 400,844 359,890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12 277,820 268,986
借予共同控制企業之貸款 — 非流動部份 13 66,314 64,809
遞延稅項資產 19,172 18,737
其他非流動資產 1,692 1,741  

940,294 832,563  

流動資產
獨家廣告代理權 11 35,172 51,121
應收賬款 14 20,465 22,474
應收共同控制企業及其附屬公司款項 13 27,389 26,747
按公平值列賬並在損益處理之財務資產 15,200 28,00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6,645 36,849
現金及現金等額 471,098 236,678  

605,969 401,869  

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資產 — 118,347  

605,969 52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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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應付代理費 — 流動部份 139,661 136,492
應付賬款 15 1,536 2,383
預收款項、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115,707 159,413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12 34,311 32,848
即期所得稅負債 17,037 17,533  

308,252 348,669  

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負債 — 36,347  

308,252 385,016  

流動資產淨值 297,717 135,20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238,011 967,763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81,069 74,130  

資產凈值 1,156,942 893,633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6 431,918 287,945
儲備 724,849 604,851  

1,156,767 892,796

非控股權益 175 837  

權益總額 1,156,942 893,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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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現金流轉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30,969) (56,066)
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28,730 (52,784)
來自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251,067 2  

現金及現金等額增加╱（減少） 248,828 (108,848)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額 236,678 648,072
現金及現金等額之匯兌差額 (14,408) (3,484)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額 471,098 535,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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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
溢價

合併
儲備

購股權
儲備

可換股
票據權益

部份 法定儲備
資本贖回

儲備
匯兌
儲備

累積
虧損 小計

非控股
權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的結餘 287,945 1,342,589 860,640 93,908 — 596 1,206 60,780 (1,754,868) 892,796 837 893,633
全面收益：
 —期內溢利 — — — — — — — — 4,426 4,426 (119) 4,307
其他全面收益：
 —匯兌差額 — — — — — — — 12,214 — 12,214 6 12,220
供股後發行股份 143,973 107,094 — — — — — — — 251,067 — 251,067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 — — 255 — — — — — 255 — 255
出售附屬公司 — — — — — (485) — (3,506) — (3,991) (549) (4,540)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的結餘 431,918 1,449,683 860,640 94,163 — 111 1,206 69,488 (1,750,442) 1,156,767 175 1,156,942

            

（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
溢價

合併
儲備

購股權
儲備

可換股
票據權益

部份 法定儲備
資本贖回

儲備
匯兌
儲備

累積
虧損 小計

非控股
權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的結餘 277,293 1,247,716 860,640 90,897 56,523 485 1,206 47,230 (1,271,294) 1,310,696 1,009 1,311,705
全面收益：
 —期內溢利 — — — — — — — — 9,668 9,668 (211) 9,457
其他全面收益：
 —匯兌差額 — — — — — — — 3,551 — 3,551 9 3,560
因轉換可換股票據而
 發行股份 10,652 94,871 — — (56,523) — — — — 49,000 — 49,000
因行使購股權而
 發行股份 — 2 — — — — — — — 2 — 2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 — — 1,868 — — — — — 1,868 — 1,868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的結餘 287,945 1,342,589 860,640 92,765 — 485 1,206 50,781 (1,261,626) 1,374,785 807 1,375,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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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華億傳媒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電視廣告業務，內容
製作業務，並透過共同控制企業進行物業投資。本集團之業務主要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及香港。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二零零二年修訂本）在開
曼群島註冊成立為受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除另有指明外，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按千港元呈列。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於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獲批准刊發。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香港會
計準則第34號修訂本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或之後之年度期間生效，內容涵蓋公平值
計量變動（如重大）之披露及更新自最近期年報以來已說明之相關資料之需要。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編製截至二零一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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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

除下列所載者外，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
表所採納者（載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致。

所得稅開支乃按管理層對整個財政年度預期加權平均年度所得稅已採納之最佳估計確認。

(a) 於二零一一年生效的新訂、經修訂和修改準則及對現有準則之詮釋

本集團已採納下列已頒佈並於本集團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新
訂、經修訂和修改準則及對現有準則之詮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方披露

‧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之分類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有限豁免首次採納者之
  第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比較披露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 詮釋第19號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規定之預付款項
    —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 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零一零年五月發佈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各項改進

除前述者外，採納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致使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出現重大改變，亦沒
有對本期和往期的業績及財務狀況方式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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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尚未生效且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的新訂、經修訂和修改準則及對現有準則之詮釋。

下列新訂、經修訂和修改準則及對現有準則之詮釋已頒佈但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
始的財政年度尚未生效，且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財務報表之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經修訂）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嚴重惡性通脹

 及剔除首次採用者的固定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金融資產轉移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訂、修改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但尚未適宜表
明其會否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c) 比較數字

若干往期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之列報。該等重新分類對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或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
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溢利╱虧損或現金流並無影響。

4. 分部資料

主要經營決策者即管理委員會，包括本集團首席執行官及首席財務官。管理委員會審閱本
集團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並基於該等報告釐定經營分部。

管理委員會確定本集團有三個主要經營分部：(i)電視廣告業務；(ii)內容製作業務；及(iii)物
業投資。管理委員會根據各分部業績衡量分部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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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業績如下：

廣告 內容製作 物業投資 總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 24,001 2,290 9,965 36,256
    

分部業績 981 543 31,632 33,156
   

匯兌收益 12,351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255)
未分配成本淨額 (32,107)

 

除稅前溢利 13,145
稅項 (8,838)

 

期內溢利 4,307
非控股權益 119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4,426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業績如下：

廣告 內容製作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 71,344 1,241 72,585
   

分部業績 15,954 319 16,273
  

匯兌收益 3,997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1,868)
融資費用 (1,125)
未分配成本淨額 (8,086)

 

除稅前溢利 9,191
稅項 266

 

期內溢利 9,457
非控股權益 211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9,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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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計入收益表之其他分部項目及資本開支如下：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廣告 內容製作 物業投資 總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開支
— 已分配 100 63,484 9 63,593
— 未分配 —

折舊
— 已分配 54 207 47 308
— 未分配 193
攤銷 16,939 741 — 17,680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廣告 內容製作 總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開支
— 已分配 823 52,018 52,841
— 未分配 762
折舊
— 已分配 201 280 481
— 未分配 552
攤銷 — 365 365

   

各經營分部間並無銷售或其他交易。未分配成本指企業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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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廣告 內容製作 物業投資 總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182,309 160,464 437,604 780,377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277,820 — — 277,820
商譽 46,389 — — 46,389
應收共同控制企業款項
 — 流動部份 27,389
 — 非流動部份 66,314
未分配資產 347,974

 

總資產 1,546,263
 

分部負債 187,016 71,115 31,248 289,379
未分配負債 99,942

 

總負債 389,321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廣告 內容製作 物業投資 總計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127,019 118,195 391,853 637,067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268,986 — — 268,986
商譽 43,611 — — 43,611
應收共同控制企業及其附屬公司款項 26,747
借予共同控制企業之貸款 64,809
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資產 118,347
未分配資產 193,212

 

總資產 1,352,779
 

分部負債 183,485 72,436 29,941 285,862
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負債 36,347
未分配負債 136,937

 

總負債 45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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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主要包括有形及無形資產、其他非流動資產、應收款項及營運現金，不包括於一
間聯營公司之投資、向共同控制企業貸款、遞延稅項資產、應收共同控制企業及其附屬公
司款項以及供企業使用之現金及現金等額。

分部負債由營運負債組成，包括應付及應計負債，不包括即期所得稅負債及遞延稅項負債
等項目。

資本開支包括對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之添置，包括透過業務合併之收購產生之
添置。

5. 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592 5,694
按公平值列賬並在損益處理之財務資產的公平值（虧損）╱
 盈利 (12,800) 198
匯兌收益 12,351 3,997
重估投資物業的公平值盈利 27,755 —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淨額 (1,370) —
雜項 1,055 438

  

27,583 10,327
  

6. 融資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可換股票據的名義非現金利息增長 —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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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計入及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計入：
呆賬應收賬之撥備撥回淨額 — 3,81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210 —

扣除：
折舊 501 1,033
無形資產攤銷 17,680 365
呆賬應收款項之撥備 226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3

員工成本：
 董事酬金 271 360
 工資及薪金 10,177 10,469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255 1,868
 對定額供款退休金計劃之供款 1,592 1,188

12,295 13,885
  

8. 稅項

香港利得稅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零年：16.5%）之稅率撥備。香港以外地
區之利得稅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業務所在地區╱國家之通行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 —
— 中國企業所得稅 1,899 536
遞延所得稅 6,939 (802)

  

所得稅開支╱（抵免） 8,838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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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除稅前溢利之稅項與使用各地區╱國家綜合入賬實體之除稅前溢利或虧損適用之當
地稅率計算的理論金額差異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13,145 9,191
  

按適用於相關地區╱國家所得溢利或
 虧損之當地稅率計算之稅項 5,284 1,044
毋須納稅之收入 (5,726) (5,346)
不可扣稅之開支 51 159
動用先前未確認之稅務虧損 (81) (1,000)
未確認之稅務虧損 9,310 4,877

  

所得稅開支╱（抵免） 8,838 (266)
  

加權平均適用稅率為40.20%（二零一零年：11.36%）。

9.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按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
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股）（經就二零一一年
 五月十六日生效之股份合併作出調整（詳情載於
 附註16)） 2,966,950 2,791,173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4,426 9,668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每股港仙）
 （經就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六日生效之股份合併作出
 調整（詳情載於附註16)） 0.15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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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乃假設悉數轉換具攤薄影響的所有潛在普通股而調整已發行普通股之
加權平均數計算。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僅有購股權（二零一零年：相同）
一類潛在普通股。本集團根據未行使購股權隨附之認購權貨幣價值，釐定可按公平值
（即本公司股份期內的平均年市價）收購之股份數目。按上述方式計算之股份數目與假
設行使購股權而發行之股份數目作比較。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悉數轉換具攤薄影響的未行使購股權會對每
股盈利具反攤薄效應，因此對本期間每股攤薄盈利的計算並不產生攤薄效應。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股）
 （經就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六日生效之股份合併作出
 調整（詳情載於附註16)） 2,966,950 2,791,173

調整：購股權（千股）（經就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六日生效
 之股份合併作出調整（詳情載於附註16)） — 18,879

  

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經就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六日生效之股份合併作出
 調整（詳情載於附註16)） 2,966,950 2,810,052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4,426 9,668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之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港仙）
 （經就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六日生效之股份合併作出
 調整（詳情載於附註16)） 0.15 0.34

  

10.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息（二零一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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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資本開支

(i)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之期初賬面淨值 3,730
期內添置 118
期內折舊 (501)
期內出售 (16)
匯兌差額 117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期終賬面淨值 3,448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之期初賬面淨值 3,816
期內添置 1,674
期內折舊 (958)
期內出售 (941)
匯兌差額 31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期終賬面淨值 3,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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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無形資產

非流動資產 流動資產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 商譽

節目及
電影版權

製作中的
節目及電影 總計

獨家廣告
代理權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之期初
 賬面淨值 43,611 20,429 50,630 114,670 51,121
期內添置 — — 63,475 63,475 —
期內重新分類 — 25,067 (25,067) — —
期內出售 — (9,509) (1,189) (10,698) —
期內攤銷 — (741) — (741) (16,939)
匯兌差額 2,778 93 1,427 4,298 990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
 期終賬面淨值 46,389 35,339 89,276 171,004 35,172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成本 46,389 123,272 103,682 273,343 52,308
累積攤銷及減值 — (87,933) (14,406) (102,339) (17,136)

     

賬面淨值 46,389 35,339 89,276 171,004 35,172
     

非流動資產 流動資產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 商譽

節目及
電影版權

製作中的
節目及電影 總計

獨家廣告
代理權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之期初
 賬面淨值 496,653 13,579 909 511,141 —
期內添置 — — 51,929 51,929 —
期內攤銷 — (365) — (365) —
匯兌差額 4,647 114 8 4,769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
 期終賬面淨值 501,300 13,328 52,846 567,474 —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成本 501,300 97,714 66,578 665,592 —
累積攤銷及減值 — (84,386) (13,732) (98,118) —

     

賬面淨值 501,300 13,328 52,846 567,4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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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投資物業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按公平值：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之期初結餘 359,890
重估投資物業的公平值盈利 27,755
匯兌差額 13,199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期末結餘 400,844
 

投資物業位於中國，乃透過一間於二零一零年九月收購之50%間接所有共同控制企業
持有。根據比例綜合法，投資物業公平值之50%計入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

本集團至少每年就其投資物業取得獨立估值。於各報告期末，董事更新對各物業公平
值之評估，當中考慮由威格斯資產評估顧問有限公司（一間與本集團並無關連之獨立
及合資格專業估值公司）進行之最近期獨立估值。董事於一系列合理估計之公平值範
圍內釐定物業價值。

投資物業公平值估值之基礎是類似投資物業於活躍市場上之現價。

12.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資產淨值 137,453 131,805
商譽 140,367 137,181

  

277,820 268,986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為無抵押、免息且須按要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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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聯營公司之詳情如下：

名稱
註冊成立地點及
法定地位 註冊資本

間接
持有權益 主要業務及營業地點

海南海視旅遊衛視
傳媒有限責任公司

中國，有限責任
 公司

人民幣
115,963,100元

49% 在中國為旅遊衛視
 製作電視節目
 （新聞除外）

聯營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業績及財務狀況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120,322 121,205
流動資產 341,566 327,320

  

461,888 448,525
  

負債：
流動負債 (87,865) (89,873)

  

淨資產 374,023 358,652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 105,232 99,608
銷售成本 (71,209) (50,569)

  

毛利 34,023 49,039
其他收益淨額 791 3,098
市務及銷售費用 (15,884) (4,081)
行政費用 (9,647) (7,984)

  

除稅前溢利 9,283 40,072
稅項 (2,321) (10,413)

  

期內溢利 6,962 29,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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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附註19所載之或然事項外，並無與本集團於聯營公司權益有關的其他或然負債及資本承
擔，聯營公司本身亦無重大或然負債及資本承擔。

13. 應收共同控制企業及其附屬公司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借予共同控制企業之貸款—非流動部份 66,314 64,809
應收共同控制企業及其附屬公司款項 — 流動部份 27,389 26,747

  

93,703 91,556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借予共同控制企業之貸款為無抵
押、按通行市場利率計息及毋須於未來十二個月內償還。

應收共同控制企業及其附屬公司款項之即期部份為無抵押、不計息及按要求還款。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共同控制企業及其附屬公司之詳情如下：

名稱
註冊成立地點及
法定地位 註冊資本

間接
持有權益 主要業務及營業地點

深圳國貿天安物業
 有限公司

中國，中外合資
 合營企業

8,880,000美元 50% 在中國持有及出租
 投資物業

深圳天安國際大廈物業
 管理有限公司

中國，中外合資
 合營企業

人民幣
3,000,000元

50% 在中國從事物業管理
 業務

海南海旅廣告有限
 責任公司

中國，有限責任
 公司

人民幣
1,000,000元

50% 廣告代理、設計及
 製作

保利華億集團

北京保利華億傳媒文化
 有限公司(1)

中國，有限責任
 公司

人民幣
120,000,000元

50% 在中國投資電視劇、
 電影製作及廣告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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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註冊成立地點及
法定地位 註冊資本

間接
持有權益 主要業務及營業地點

北京英氏影視藝術
 有限責任公司

中國，有限責任
 公司

人民幣
500,000元

30% 在中國製作電視劇

北京華億山和水廣告
 有限公司

中國，有限責任
 公司

人民幣
1,020,000元

25.50% 在中國從事廣告製作

(1) 二零零七年七月三日，本集團與保利文化藝術有限公司（「保利文化藝術」）訂立協議，
本集團同意代北京保利華億傳媒文化有限公司（「保利華億」）向保利文化藝術償還股東
貸款約人民幣150,000,000元。另一方面，保利文化藝術同意向本集團轉讓其享有保利
華億以保留可分派溢利支付的未來股息及其他分派25%的權利。於本集團償還上述股
東貸款後，保利華億將繼續為本集團之共同控制企業，惟本集團可分享保利華億之溢
利比率將由50%增至75%。有關交易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刊
發之通函。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七年代保利華億全數償還上述股東貸款。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日，保利華億股東通過決議案，根據該決議案，保利文化藝術已同
意向本集團轉讓其享有保利華億以保留可分派溢利支付的未來三年股息及其他分派餘
下25%的權利，換取每年收取定額人民幣3,000,000元的代價。因此，保利華億將繼續
為本集團之共同控制企業，惟本集團於未來三年可享有保利華億全部溢利。分佔保利
華億業績的額外25%（巳扣除代價）已計入簡明綜合中期利潤表的「行政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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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收賬款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個月 7,647 64,030
4至6個月 6,727 7,158
6個月以上 16,250 14,051

  

30,624 85,239
重新分類至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資產 — (53,051)

  

30,624 32,188
應收呆賬撥備 (10,159) (9,714)

  

20,465 22,474
  

本集團通常要求客戶預先付款，但對若干客戶授出30日至90日之信貸期。

15. 應付賬款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個月 — 11,382
4至6個月 — 5
6個月以上 1,536 2,383

  

1,536 13,770

重新分類至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負債 — (11,387)
  

1,536 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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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股本

每股面值0.1港元之
普通股（附註(a)）

每股面值0.01港元
之優先股

股份數目
（附註(a)）

股份數目 總計

千股 千港元 千股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6,000,000 600,000 240,760 2,408 602,408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6,000,000 600,000 240,760 2,408 602,408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2,879,453 287,945 — — 287,945
供股後發行股份（附註(b)） 1,439,726 143,973 — — 143,973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4,319,179 431,918 — — 431,918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2,772,926 277,293 — — 277,293
轉換可換股票據後發行股份 106,522 10,652 — — 10,652
行使購股權後發行股份 5 — — —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879,453 287,945 — — 287,945

     

附註：

(a) 股份合併

經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批准，本公司股本中每十股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已合併為一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合併股份，
自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六日起生效。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刊發之通函。

(b) 供股

本公司已建議按每股供股股份0.18港元，以供股方式（基準為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三
日每持有兩股股份獲配一股供股股份）按照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刊發之
章程之條款，向合資格股東發行1,439,726,484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新普通股以供認
購。供股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完成，所得款項淨額約為251,06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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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日採納為期十年之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本公司
可向合資格人士（定義見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而合資格人士每次獲授購股權時須向本
公司支付1.00港元之代價。每名合資格人士於任何12個月期間內因行使獲授之購股權（包括
已行使、已註銷及未行使之購股權）而發行及將發行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過當時已發行股份
1%。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通過之決議案，本公司可向
合資格人士授出最多287,945,296份購股權（經就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六日生效之股份合併作出
調整）。

根據購股權計劃，每份購股權之認購價不得低於(i)向合資格人士授出購股權當日聯交所每日
報價表所示之股份收市價；或(ii)授出購股權之前5個交易日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示之股份平
均收市價；或(iii)本公司股份面值（以較高者為準）。並無規定購股權持有人歸屬或行使購股
權而須持有購股權的最短時限，而購股權可於本公司董事會釐定之購股權行使期內行使。
期內在簡明綜合中期收入表扣除約255,000港元以股份支付之開支（二零一零年：1,868,000港
元）。

購股權於目前及往期之變動如下：

（未經審核）
購股權數目（經就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六日生效之股份合併作出調整）

批次
授出購股權

之日期

於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
未行使

於期內
注銷╱失效

於期內
經調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未行使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可行使
行使價

（經調整） 歸屬期間 到期日
港元

1 二零零八年
三月七日

78,890,625 (4,125,000) 812,669 75,578,294 75,578,294 1.47 二零零八年
四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一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2 二零零八年
五月五日

12,375,000 (1,042,459) 134,510 11,467,051 11,467,051 1.29 自二零零九年
四月一日起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3 二零零八年

十一月四日
88,682,500 (5,694,293) 924,707 83,912,914 83,912,914 0.43 二零零九年

三月八日至
二零一一年
三月八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179,948,125 (10,861,752) 1,871,886 170,958,259 170,958,259
     



27

（未經審核）
購股權數目（經就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六日生效之股份合併作出調整）

批次
授出購股權

之日期

於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
未行使

於期內
注銷╱失效

於期內
經調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未行使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可行使
行使價

（經調整） 歸屬期間 到期日
港元

1 二零零八年
三月七日

78,890,625 — — 78,890,625 47,334,375 1.49 二零零八年
四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一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2 二零零八年
五月五日

13,406,250 — — 13,406,250 13,406,250 1.30 自二零零九年
四月一日起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3 二零零八年

十一月四日
90,750,000 — (5,000) 90,745,000 80,432,500 0.43 二零零九年

三月八日至
二零一一年
三月八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183,046,875 — (5,000) 183,041,875 141,173,125
     

17. 重大業務合併及出售

(a) 重大業務合併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本集團與賀鵬先生（「賣方」）訂立買賣協議（經於二零一一
年五月十六日訂立之補充協議修訂），據此，本集團已有條件地同意收購Smart Title 
Limited之全部並無產權負擔股權，代價為500,000,000港元。代價500,000,000港元須按以
下方式支付：

(i) 代價中395,000,000港元須於收購事項完成時以現金支付；

(ii) 代價中70,000,000港元須於收購事項完成時透過發行200,000,000股每股面值0.35港
元（經就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六日生效之股份合併作出調整）之本公司新普通股支
付；及

(iii) 代價中餘下之35,000,000港元須透過發行最多100,000,000股每股面值0.35港元（經
就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六日生效之股份合併作出調整）之本公司新普通股支付，
惟：

(a) 倘Smart Title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目標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
年年度之經審核除稅後淨利潤合共少於人民幣80,000,000元，則本公司將發
行之新普通股數目將會按等額基準下調；

(b) 於扣除根據上文(a)分段發行之新普通股價值後，倘仍存在差額，則賣方須
按等額基準以現金補償有關差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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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倘目標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年度錄得除稅後淨虧損總額，則除
上文(a)及(b)分段項下之補償外，賣方須按等額基準向本集團補償虧損總額。

倘於完成日期尚有應收目標集團外關聯方之未收取款項，則本集團將有權從現金代價中扣
減有關未收取款項，而此後有關未收取款項將被視為已由目標集團收取。

上述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完成。

目標集團主要透過管理「北湖九號俱樂部」，提供休閒度假旅遊服務。該俱樂部乃會員制豪
華會所，建有商務酒店設施、一個18洞高爾夫球場、發球練習場設施、主題餐廳及咖啡廳、
水療設施、零售商店以及亞洲首家以職業高爾夫協會(PGA)冠名及管理之高爾夫學院。「北
湖九號俱樂部」位於中國北京市中心附近。

(b) 重大業務出售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九日，本公司與天地數碼（控股）有限公司訂立一份買賣協議，
據此，本公司同意向天地數碼（控股）有限公司出售Sinofocus Media (Holdings) Limited
（「Sinofocus」）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及本公司借予Sinofocus之貸款，總代價為82,000,000港
元，須以現金支付。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Sinofocus乃投資控股公司，擁有多間從事
廣告代理及媒體資源採購業務之附屬公司。上述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完成，
導致出售虧損約1,806,000港元。

18. 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不可註銷營業租約須於日後支付之最低租金總額如
下：

土地及樓宇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年內到期 5,317 5,838
一年後但不超過五年 1,832 5,049

  

7,149 10,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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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或然事項

北京華億浩歌傳媒文化有限公司（「華億浩歌」，本公司之一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為一宗
可能進行之中國訴訟之一方。海南海視旅遊衛視傳媒有限責任公司（「海南海視」）已在該訴
訟中獲海南省洋浦經濟開發區人民法院頒令，凍結其涉及指稱華億浩歌結欠海南海視之款
項人民幣79,900,000元之資產。該筆指稱款項來自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經
營之海南海視獨家廣告代理業務。該業務自本集團與海南海視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二日簽
訂獨家廣告代理協議起開始經營。該應付予海南海視之金額經已自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起計入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而截至結算日，本集團尚未償還該金額。
除已計提者外，董事預期並無任何重大負債，並認為本集團備有充足財務資源以清償該項
債務。

業績回顧及展望

財務表現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主要業績指標摘要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總銷售收入 36,256 72,585
毛利 13,424 15,620
稅前溢利 13,145 9,191
期內溢利 4,307 9,457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實現收入36,256,000港元，同比下降了50%，主要是因為本
集團的50%合營公司於今年度並沒有繼續代理旅遊衛視的廣告業務，相關廣告業務由
本集團間接擁有49%經濟權益之聯營公司「海南海視」一併經營，因此，旅遊衛視相關
的廣告收入與成本都含在「分佔聯營公司之溢利」項目裏，導致廣告業務的收入下降
66%至24,00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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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致力實現業務多元化，為股東創造更佳的投資回報。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份，
本集團完成收購深圳天安國際大廈部份辦公樓及商場的50%權益，回顧期內，上述
投資物業錄得重估增值27,755,000港元，而來自上述出租物業之租金及管理費收入達
9,965,000港元，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的現金流收入。

行業回顧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受到國際宏觀經濟環境和內地調控政策影響，中國國內生產總
值增速有所放緩，但同比仍錄得9.6%的升幅。隨著經濟趨向穩定發展，上半年國內廣
告市場收入的增長速度較去年同期略慢，而投放在電視媒體的廣告依然佔主導地位。

另外，隨著人均收入持續提高，上半年中國電影業成績亮麗，全國票房總收入接近
人民幣55億元，同比增長約15%，是近五年來同期表現最佳的一年。國內電影業的蓬
勃發展，為本集團的內容製作業務創造了理想的營商環境。

業績回顧

銷售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部業績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廣告 24,001 71,344 981 15,954
內容製作 2,290 1,241 543 319
物業投資 9,965 — 31,632 —

          

合計 36,256 72,585 33,156 16,273
    

廣告業務

為了集中資源發展核心業務及加快回收營運資金，本集團決定以現金代價82,000,000
港元出售中觀傳媒集團旗下的媒體資源採購業務，該出售已於本年六月份完成。本
集團的廣告業務現主要包含「旅遊衛視」業務及北京站和北京西站獨家廣告代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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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今年開始，本集團的50%合營公司並沒有繼續代理旅遊衛視的廣告業務，相關廣告
業務由本集團間接擁有49%經濟權益之聯營公司「海南海視」一併經營，因此，旅遊衛
視相關的廣告收入與成本都含在「分佔聯營公司之溢利」項目裏，導致本期的廣告業
務收入大幅下滑。此外，「旅遊衛視」業務的三個直接和間接股東，包括海南廣播電
視總台、保利文化藝術有限公司及本集團，對「旅遊衛視」的發展戰略、歷史廣告代理
成本的處理、管理層的構成以及股權架構的變動均存在意見分歧，這種不穩定對「旅
遊衛視」的營運構成短期的不利影響，並反映在本期廣告業務的業績中。「旅遊衛視」
的主要目標廣告客戶為旅遊服務和中高端消費品供應商，而上半年中國的中高端消
費品零售額繼續旺盛增長勢頭，但本集團的廣告分部業績卻受關於「旅遊衛視」上述
不明朗因素的拖累而大幅下滑。儘管如此，本集團對「旅遊衛視」的未來發展前景仍
然樂觀，相信待有關矛盾解決後，「旅遊衛視」的營運將全面回復正軌，繼續為本集
團提供理想的投資回報。

於去年年底，本集團成功購入北京火車站及北京西火車站部份行業廣告的三年期獨
家廣告經營權。該業務於本年一月份展開，現階段還是在投資期，還沒為集團帶來
重大的利潤，但管理層相信，隨著對廣告資源的改造投入並配合國家鐵路網絡的發
展，此項目將有龐大的發展空間和潛力。

內容製作業務

本集團參與投資的兩齣電影《山楂樹之戀》和《雪花秘扇》均錄得理想票房成績，其中
由張藝謀導演的《山楂樹之戀》已於去年下半年推出，本集團分佔的收益預計可於本
年度下半年入賬。另外，由韓國著名影星全知賢和國內紅星李冰冰領銜主演的電影
《雪花秘扇》今年中已先後在中國內地、美國和香港上映，該齣電影除了引起市場熱
烈討論外，並且錄得理想的海外發行成績，有關收入預計可於下半年及下個年度陸
續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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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投資業務

為推動業務多元化發展，本集團於去年九月以現金代價2.8億港元收購深圳天安國際大
廈約31,700平方米樓面的辦公樓及商場及其物業管理公司的五成權益，此項投資為本
集團帶來穩定的租金和管理費收入。回顧期內，上述投資物業錄得重估增值27,755,000
港元，而來自物業投資業務的收入約9,965,000港元，實現分部盈利約31,632,000港元。

北湖九號項目

今年一月，本集團提出以總代價5億港元，全面收購北京「北湖九號俱樂部」的管理及
經營權，其中3.95億港元代價以現金支付，餘款1.05億港元則透過發行本公司新股方
式支付。發行新股的決議案已於今年六月在股東特別大會上獲股東通過，而是項交
易亦已於今年七月完成。

「北湖九號俱樂部」為一家會員制豪華會所，坐落北京市中心附近，建有商務酒店設
施、一個18洞高爾夫球場、發球練習場、水療中心、零售商店和亞洲首家以職業高爾
夫協會(PGA)冠名及管理之高爾夫學院等設施。交易賣方已提供彌償保證，「北湖九
號俱樂部」的控股公司Smart Title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的
經審核除稅後淨利潤將合共不少於人民幣8,000萬元。此項投資有助本集團把握中國
旅遊業迅速發展所帶來的龐大商機。

展望

國際金融市場反覆多變，為中國經濟發展增添不明朗因素，在外部出口轉弱的情況
下，相信內部消費未來將成為推動國家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根據「十二五規
劃」，政府在今後五年時間將積極推動服務業發展，大力促進文化消費和旅遊消費。

本集團將把握市場的良好發展機遇，繼續推動「旅遊衛視」的業務發展，同時藉著休
閒度假旅遊近年在國內日漸普及的契機，大力拓展「北湖九號俱樂部」的業務，進一
步完善集團的旅遊相關業務產業鏈，提升盈利能力，推動業務穩定增長。

由於外部環境存在眾多不明確因素，管理層在未來將進一步加強風險管理，造好成
本管理工作，同時繼續留意市場中的業務擴展機會，為股東創造理想的投資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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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收入為36,25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
50%。期內，本集團已為北京火車站及北京西火車站開展若干行業之獨家廣告代理業
務。然而，本集團之50%所有共同控制企業並未於期內與旅遊衛視達成擔任其廣告代
理之協議，而「旅遊衛視」之廣告收入已納入一家聯營公司（本集團擁有49%之經濟利
益）之經營業績。上述造成銷售額及銷售成本於期內下跌的綜合影響。

期內銷售成本主要為於北京火車站及北京西火車站若干行業獨家廣告代理權的應付
代理費。與「旅遊衛視」有關之成本已納入一間聯營公司（如上述，本集團擁有49%之
經濟利益）之經營業績內。

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收益淨額主要包括銀行利息收入、按公平值列賬並在損益
處理之財務資產的公平值（虧損）╱盈利、匯兌差額，以及重估投資物業的公平值盈
利。該金額較去年同期增長1.7倍，主要是由於重估投資物業的公平值盈利27,755,000
港元於期內被按公平值列賬並在損益處理之財務資產的公平值虧損12,800,000港元所
抵銷。

市務及銷售費用主要來自北京火車站及北京西火車站若干行業獨家廣告代理權。與
「旅遊衛視」有關之成本已納入一間聯營公司（如上述，本集團擁有49%之經濟利益）之
經營業績內，並導致期內之市務及銷售費用整體減少71%。

期內行政費用為28,504,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19,883,000港元），較往期增長43%。這
主要是由於期內重大業務合併及出售（詳情載於附註17)引致之額外法律及專業費用。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主要為分佔海南海視（「旅遊衛視」的營運公司）的溢利）於期內下
跌77%至2,559,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10,900,000港元）。由於「旅遊衛視」業務股東意見
分歧（如「業務回顧及展望」一節所述），期內「旅遊衛視」之經營業績因而受到影響。

主要受到期內「旅遊衛視」業務業績欠佳之影響，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由往期
之9,668,000港元下跌至本期之4,42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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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資金資源

流動資金及庫務管理

本公司已根據策略計劃及政策採取審慎庫務管理措施，旨在重點保障及維持資金流
量充足，滿足本公司各項資金需求。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現金及現
金等額約471,098,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結餘增長99%。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擁有流動資產淨額297,717,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135,200,000港元）。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總額除流動負債總額）自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1.35增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1.97。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負債資產比率（即借貸及可換
股票據總額除權益總額）均為零。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經營，僅有中國人民幣外匯風險，主要與港元相關。因此，本集團
之匯率風險較低。

資本結構

本集團主要依靠其權益及內部現金流量應付營運所需。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並無未償還借貸。

本公司股本中每十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已合併為一股每股面值
0.10港元之合併股份，自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六日起生效。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已按每股供股股份0.18港元，以供股方式（基準為於二零一一年
五月二十三日每持有兩股股份獲配一股供股股份）向合資格股東發行1,439,726,484股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新普通股以供認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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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概無抵押資產。

北京華億浩歌傳媒文化有限公司（「華億浩歌」，本公司之一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為一宗可能進行之中國訴訟之一方。海南海視旅遊衛視傳媒有限責任公司（「海南海
視」）已在該訴訟中獲海南省洋浦經濟開發區人民法院頒令，凍結其涉及指稱華億浩
歌結欠海南海視之款項人民幣79,900,000元之資產。該筆指稱款項來自本集團於二零
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經營之海南海視獨家廣告代理業務。該業務自本集團與海
南海視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二日簽訂獨家廣告代理協議起開始經營。該應付予海南
海視之金額經已自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起計入本集團之綜合財務
報表，而截至結算日，本集團尚未償還該金額。除已計提者外，董事預期並無任何重
大負債，並認為本集團備有充足財務資源以清償該項債務。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共約有50名全職僱員。本集團銷售
部門及非銷售部門之僱員適用不同薪酬計劃。銷售人員之薪酬根據目標盈利待遇計
算，包括薪金及銷售佣金。非銷售人員則獲取月薪，而本集團會不時檢討並根據績效
調整。除薪金外，本集團為員工提供之福利包括醫療保險、員工公積金供款及酌情培
訓津貼。本集團亦視乎本集團業績酌情授出購股權及花紅。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買賣、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認為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
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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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證券交易及買賣行為守則（「行為守則」），其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上巿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的規定標準。行為守則
適用於標準守則所界定因本身職位及職務而可能擁有關於本公司或其證券的非公開
股價敏感資料的全部相關人士（包括本公司董事、本公司僱員、或本公司附屬公司或
控股公司的董事或僱員）。經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閱中期報告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袁健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魏新教授及黃友嘉
博士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
核中期報告。

刊登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佈於本公司之網站(www.mediachina-corp.com）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
公司之網站(www.hkexnews.hk）刊登。載有上市規則規定所有資料之本公司二零一一
年中期報告將於稍後寄發予股東並於上述網站刊登。

致謝

董事會謹此向員工之盡職工作及對本集團之無私奉獻表示衷心感謝，並感謝股東、
客戶、往來銀行、業務夥伴長期以來之鼎力支持。

承董事會命
主席
袁海波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袁海波先生（主席兼執行董事）、熊曉鴿先生（副主席兼非執行
董事）、張長勝先生（執行董事）、王虹先生（執行董事）、田溯寧先生（非執行董事）、魏新教授、
黃友嘉博士太平紳士及袁健先生（各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